
 

 

上 http://shop58826842.taobao.com/  购买新概念母婴俱乐部孕期健身光盘一套（1 张 DVD 包含
5CD 内容）赠送：  

1. 新概念母婴俱乐部课程笔记一份 
2. 新概念母婴俱乐部教材－有备分娩教材  
3. 新概念母婴俱乐部教材－早期智力开发教材  
4. 宝宝游戏和活动指南。  

小店还有其他早教书籍，欢迎选购，老客户优惠。 

 

新概念母婴俱乐部培训课程－分娩过程模拟 

这个是在海淀妇产医院上孕妇课时报名的“新概念母婴俱乐部”，
主要是讲有备分娩，也就是在孕期，尤其是生产过程中，夫妻协作，通
过有准备的一些措施，缩短产程，减轻痛苦，顺利分娩健康宝宝。 

开始是一个孕妇的体操，大约15 分钟，大家跟着录像里老外的示范做，
强度不算太大，腿部和肩膀、上臂的动作多些。跟着做了做，感觉还可
以。据讲课的大夫说这个体操是很安全的。 

正式开始讲课以后，首先放了一个安妮分娩过程的录像，主要是直观了
解分娩的解剖学过程，时间不长，老师（这个大夫好像姓赵，挺年轻的，
长得象陈鲁豫）边放边解说，老师语速很快，很多内容同后面有重复，
所以我把这些内容综合以后写出来，以免显得很混乱。 

一、临产先兆（这些先兆最早可能提前一个月出现）  

1． 不规律宫缩。35、36 周就可能开始出现，疼痛时间短暂，出现消
失均无规律，如果37 周之前就出现间隔时间小于15 分钟的宫缩，应提
前去医院，并且多排尿，喝水，预防早产。 

2． 轻松感。分娩前2－4 周，宝宝开始在母体内下降，呼吸变得轻松，
胃的压力减轻，胃口大开，同时下腹的压力增大，导致尿频，骨盆压力
增大等。 

3． 流感样症状。会出现腹泻、呕吐，只要确信自己没有吃变质的食物，
出现这种情况是正常的，无需去医院就诊，而且它往往意味着72 小时



 

 

内会临产。 

4． 偶发的后背疼。 

5． 有筑巢感。有收拾家务，打扫卫生的冲动，喜欢准备小孩的东西，
精力旺盛，兴奋、焦虑，喜欢和朋友、家人接触，话多等。出现这种状
况，孕妇应注意保存体力。 

6． 宫颈粘液栓脱落。这就是通常所说的见红，这个通常发生在分娩前
几周到几小时不等。 

7． 胎动频率改变。 

以上征兆根据个人的不同，可能会出现其中几种，不一定都会出现，出
现上述情况，表明已经快要分娩，但是还不必去医院，此时需要做的是： 

1． 继续日常活动，上班也不用停止 

2． 更多的小憩，注意休息，要坚持午休和早睡。 

3． 和陪伴者很好配合，复习学习的有关分娩的注意事项。 

4． 必要的准备安排，如：确定将来带宝宝的人选，订月嫂等，老师建
议不要把婆婆和妈都叫过来，到时候两个人因为习惯、文化背景的不同，
可能会产生对小孩的不同带法，导致矛盾，往往是两个人的方法都未必
对，但是两个人的争吵却会给新妈妈带来很大的压力，有一个案例说那
个新妈妈因为两个老人的争吵，得了产后抑郁症。老师还说有些老人习
惯用传统的方法带小孩，结果给小孩的发育造成了不良后果，这个都是
需要新父母需要小心注意的。 

5． 准备住院需要的物品。（网上有这样的清单）老师建议把所有东西
（包括钱）都提前准备好，放在一个大包里，到时候走的时候不会纳下
什么东西。 

老师特别讨论了产前破水的问题，科学的说法叫羊膜早破裂，发生
率为10％，胎位不正，巨大儿容易提前破水。破水发生以后，无论处于
什么阶段都应立即住院，进入产程，否则羊水容易感染影响胎儿的健康
甚至生命。所以，破水24 小时内一般都会临产，如果12－24 小时尚未



 

 

临产，要通过药物预防感染，甚至引产。老师认为破水大多也属于一种
正常的现象，提前破水的孕妇中80％都能正常分娩。关键是破水以后要
尽早发现，立即前往医院，由于有的人羊水少，或者胎儿头部堵塞导致
破水量较少，从而使一些孕妇不能及时发现破水，时间长了引起宫内污
染，导致死胎或者宝宝健康受损。 

最好的检查是否破水的办法（也是医院医生的检查方法）就是怀疑
破水时，用PH 试纸检查，阴道的环境一般应该是酸性的，羊水因为是
胎儿的尿，所以应该是碱性的，如果一旦检查发现PH 值大于7，为碱性。
就可确定为破水。 

破水后孕妇必须躺下，再也不能起来运动，以防止脐带滑出子宫（一
旦滑出会很危险），去医院要叫救护车，避免孕妇活动。如果是36 周
以后，正常位的胎儿已经入盆（医院检查能够知道），则没有脐带滑出
的风险，并表明胎位很正，破水时，孕妇不必躺下，可正常活动去医院。 

二、分娩的第一产程：宫颈扩张期 

分娩共分三个产程，第一产程为宫颈扩张期，约持续14 小时左右，宫
颈口由封闭到打开至10cm（宫口开全）；第二产程为胎儿娩出期，时间
不能超过2 小时，超过两小时的后果老师没说，但是前面听森永的讲座
已经知道原因了,就是引发尿滁留；第三产程为胎盘娩出期，一般短于
30 分钟。 

先谈第一产程，由于第一产程时间较长，又分为三个阶段：早期、活跃
期和转换期。 

1． 早期 

时间持续8－12 小时，宫口由0cm 开至3cm。在这一阶段可能是孕妇感
觉分娩最美妙的阶段，此时宫口变得展平，宫缩疼痛较轻，持续时间为
25s－45s，间隔5－15 分钟。 

（1） 孕妇的反映：疼痛不严重，心情好，享受，兴奋，对周围环境判
断很清楚，社会性强（就是爱管闲事）。 



 

 

（2） 孕妇使自己舒适，应做的事情。 

1） 适当运动（如果使白天，空气质量不错，还可以到户外散步活动）， 

变换体位减轻阵痛 

2） 注意消息，保持精力 

3） 通知陪伴者 

4） 要注意补充能量，多饮水，多吃易消化的食物，以流食、半流食为
宜，可吃饼干、面包、粥、面条、水果（主要是产程中可能发生各种情
况，如果万一需要剖腹产，能吃了不易消化的食物可能会延误剖腹产的
时机，造成危险。），但不要吃巧克力，这个是留到第二产程用的。 

5） 排尿，每小时一次，避免膀胱充盈影响胎儿向下运动。（这个需要
准爸爸随时提醒，因为产妇可能因为兴奋而忘记） 

6） 自我按摩腹部。（手法：双手叉开，尽量张大，沿腹部中间向下，
然后从边上上来） 

7） 尽量不要使用呼吸技巧，正常呼吸。 

（3） 陪伴者丈夫注意事项 

1） 鼓励妻子，和妻子独处，切忌来一帮人围着孕妇嘘寒问暖，没有必
要，还影响妻子的情绪和正常休息。 

2） 提醒妻子补充能量，多喝水 

3） 提醒她放松和休息，让她感觉舒适 

4） 帮她放松体位 

5） 提供分心的东西，如音乐、玩牌、电脑等。 

6） 了解宫缩反映，记录宫缩，与医生沟通 

7） 提醒护理人员及时进行检查（这两条有问题，因为此时还不用住院



 

 

呢；可能适用于提前到医院的情况吧） 

8） 多通过接触、拥抱、关怀来安慰妻子。 

2． 活跃期 

时间约需3－5 小时，宫口3cm－7cm，宫缩越来越激烈，强度和节律变
化，疼痛持续时间增加至45－60s，间隔为3－5 分钟。此时，如果尚未
破水，也需要去医院了，如果医院近，可以间隔3 分钟再去，如果路程
远，或者堵车，间隔5分钟就需要去了。 

在活跃期，胎儿在骨盆下降，产程发展开始加快。 

（1） 孕妇的表现为： 

1） 变得严肃、内向，话少，烦躁不安 

2） 嘴干，多汗 

3） 恶心、呕吐，无法放松，可能过度换气 

4） 阴部感到压力 

5） 选择性注意，认知能力下降 

6） 紧张，理解力下降 

7） 希望陪伴者在身边 

（2） 孕妇可以采取的应对之法 

1）不要试图与宫缩抗争 

2）转移注意力 

3）闭上眼睛，尽量休息 

4）可下床活动 



 

 

5）呼吸、放松的技巧，体位转换 

6）通过趴下按摩的办法减轻背痛 

（3） 陪伴者的活动 

1）支持、激励、帮助并指导呼吸（夸张，发出声音） 

2）提示语要简短，切中要害 

3）宫缩时要用浅呼吸，在宫缩开始和结束的两个过渡期用深呼吸，宫
缩间隔期间用正常呼吸。如果宫缩时间持续较长，则需要调整浅呼吸的
节律，这个是第一节课的内容，今天也练习了，不过还是等补上第一节
课再细谈。 

4）保持妻子嘴唇湿润，鼓励、提醒饮水 

5）提醒排尿，仍然是一小时一次 

6）尽可能让孕妇舒适，给她垫垫子，抚触、按摩背部，宫缩间歇要让
她放松，休息 

7）帮助变换体位，给她一些冰块（也是一种饮水方式） 

3． 转换期 

持续时间约30 分钟－2 小时（注明，所有阶段如果是初产妇，时间都
会偏长，这也是生理上让产妇适应疼痛的一种过程），该阶段疼痛强度
最强，持续时间60－90s，间隔1－3 分钟，宫颈7－10cm。这是整个产
程最痛苦，最困难的阶段，顺利通过这一阶段，后面就相对容易了，好
在这一阶段持续时间也不会太长。 

（1） 孕妇反映 

1）可能会颤抖、恶心、呕吐，发热或发冷 

2）过度换气，心慌 

3）易怒，产生对某人的强烈仇恨或爱，闹得很凶 



 

 

4）想要放弃（老师说，生产过程也是一个考验个人意志力的过程，此
时是江姐还是叛徒，很容易区分） 

（2）孕妇使自己舒适的方法 

1）尽量按照课程学习的呼吸技巧做 

2）体力好的可以适当下床走动 

（3）陪伴者的作用 

1）保持冷静，非常重要 

2）鼓励、提醒妻子，尤其是呼吸技巧 

3）始终保持接触，勿分散自己的注意力 

三、关于疼痛 

老师说英国人把疼痛分为十级，数字越大越痛，一般打针为1 级，小手
术开刀为4－5 级，肾结石差不多6－7 级，大关节、骨头损伤8－9 级，
大面积烧伤10 级，那么，孕妇生产的疼痛为12 级！我国学者则认为生
产的疼痛略轻于大面积烧伤。所以孕妇应该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同时，
通过不同的产程，生产的疼痛是渐进的，这给了孕妇适应的过程，此外，
医生说，即使再疼，也没有疼到休克的。 

四、第二产程（孩子娩出期） 

在第一产程与第二产程之间可能会有20 分钟左右的间歇期，此时剧烈
的疼痛突然消失了，当然也有的产妇直接进入第二产程。该产程时间一
般应在30 分钟－2 小时，该阶段，孕妇想向下使力，这是跟第一产程
最大的差异。 

（1）孕妇反映 

1）仍然继续宫缩，持续时间为60－90s，间隔时间为3－5 分钟，宫缩



 

 

时有向下用力感，阴道出血 

2）宝宝产出时有烧灼和撕拉感 

3）考验孕妇的勇气 

（2）孕妇的做法 

1）摆好体位，低头憋气使劲 

2）宫缩间歇，尽可能放松身体，这个时间一定要利用好，喝水，吃巧
克力都要在这个时候（需要准备吸管） 

3）宫缩时深呼吸向下使长力。 

（3）陪同者 

1）鼓励，帮助保持正确姿势 

2）呼吸，鼓励屏气，提醒，告知生产进程 

五、第三产程：胎盘娩出阶段 

这一阶段对于产妇来说相对是很轻松的，时间通常也就5－10 分钟搞
定，最长不超过30 分钟，此时的工作主要是分娩胎盘，产妇还需要使
点力气，另外，如果第二产程侧切了，要进行缝合，这会有点痛（侧切
的时候基本上是感觉不到疼的）。 

这里有必要提一下侧切，医生说目前国内95％的顺产产妇都会侧切，要
不侧切必须同时满足很多条件才行，如胎儿比较小，产程不是过快，胎
位非常合适等等。一般人通常都会侧切。 

到了这个时候，母亲很高兴，关注宝宝，宫缩疼痛大为减弱，此时应尽
早和宝宝接触，按照国际卫生组织的规定，应在宝宝出生半小时内让宝
宝孕吸妈妈的乳头，没有奶也要这样做，培养母亲和宝宝的感觉。此时
还要按揉子宫，早解小便。在产后两个小时之内，虽然母亲很疲惫，也
不能睡眠，因为如果睡眠，万一子宫收缩不顺利，引起内出血，睡着了



 

 

不容易及早发现，会出现危险。举了一个例子，半夜分娩的产妇，分娩
后睡着了，四个小时后发现已经因为内出血休克。这个需要陪护者尤其
关注。 

六、其他内容 

老师还讲了其他内容： 

1。难产原因， 

（1）不变因素：产道因素（一定要多锻炼），胎儿大小 

（2）可变因素：产力及胎头位置，需要临产后判断，甚至有的在临产
相当长时间后才能作出判断。 

2。分娩镇痛（无痛分娩） 

可以解决第一个产程的疼痛问题，但是可能会延长第二产程，医生的意
见是 

优点很多，但是肯定不如自然分娩好。 

3。孕晚期家庭自我监护（28 周以后）主要是： 

（1） 要自数胎动（次数和次数的变化很重要） 

（2） 监测胎心，有专门的仪器推销，100 多，在30 周以后，如果胎
心在肚脐一下说明胎位是正常的，如果在上面则可能是臀位，不好。胎
心率正常范围为120－160 次/分钟，过快，过缓和异常变化都应去医院
诊治 

（3） 明确胎位，一般30 周以后，胎位就基本确定了，所以这个时候
检查一定要问医生胎位如何，如果胎位不好，需要通过平时保持特定的
体位来矫正（34 周之前都可以矫正），具体的体位估计第一节课讲过。 

（4） 减少平卧，尽量左侧位，如果实在要平卧位，头要抬高，主要是
避免子宫压迫胸腔，引起胎儿缺氧 



 

 

（5） 脐带绕颈不是剖腹产的绝对指征（要临产看胎动，胎心来确定是
否剖腹产） 


